
笔者利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制作了一自动控
制饮水机通断的电路遥 人在感应范围袁饮水机加热
或者制冷曰人不在感应范围袁15 分钟后自动关机遥其
特点是不必担心忘了开关机袁避免野烧死水冶产生有
害化学物质影响身体健康的现象袁 同时也能节能遥
适用于家庭尧会议室尧接待室以及公众场所使用的
饮水机袁另外还可利用继电器另一组接点袁定期给
杯子柜采用紫外线或者臭氧消毒遥 电路及结构示意
见附图浴

红外模块使用注意事项院
1.人体感应器模块属于高度敏感的器件袁它对

电源要求很高袁必须经过良好的稳压滤波袁例如 9V
的层叠电池就可能因为内阻较大不能正常工作袁建
议采用 LM7805 稳压后再通过 220滋F 和 0.1滋F 的
电容滤波后供电遥

2.模块不接负载时能正常工作袁接上负载后工
作紊乱袁 一是因为电源容量很小负载比较耗电袁负

载工作时引起的
电压波动导致模
块误动作袁另一种
原因是负载得电
工作时会产生干

扰袁 如继电器或电磁铁等感性负
载会产生反向电动势袁315M 发射
板工作时会有电磁辐射等都会影
响模块遥 解决办法如下院一尧电源
部分加电感滤波遥二尧采用负载和
模块使用不同的电压的方法袁如
负载使用 24V 电压袁 模块使用
12V 电压袁 其间用 LM7812 三端
稳压器隔离遥三尧使用更大容量的

电源遥
3.人体感应器模

块工作环境应该避
免阳光尧强光直接照
射袁若工作环境有强
大的射频干扰袁可采
用屏蔽措施遥 若遇有
强烈气流干扰袁关闭门窗或
阻止对流遥 感应区尽量避免
正对着发热电器和物体袁以
及容易被风吹动的杂物和

衣物
4.人体感应器模块必须装配在密封

的盒里袁否则一直会有输出信号遥 探头
渊PIR冤与镜片有一聚焦距离袁通常在 20~
30mm 范围调整遥

5.如果要求红外探测器的探测角度
小于 90 度时袁 可以用不透明胶纸遮挡
镜片或裁剪缩小镜片来实现遥

6. 人体感应器模块采用双元探头袁
人体的手脚和头部运动方向与感应灵敏度有着密
切的联系袁如果设置安装不当袁会影响感应效果遥

7. 模块中的探头渊PIR冤可以装焊在电路板的另

一面遥 也可将探头用双芯屏蔽线延长袁 长度应在 2
米以内为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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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面 上 各 个 品 牌 的 4K 超 高 清
渊3840伊2160 分辨率冤 的电视机越来越
多袁4K 电影的片源也在不断增多遥 而承
载 4K 片源的物理介质除了硬盘外袁性
价比较高的还是蓝光光盘遥 现在高清晰
度 2K渊1920伊1080 分辨率冤的数字电视
渊HDTV冤 的数据传输率至少要求达到
23MB 辕 s袁如果要录制 l33 分钟的高清晰
电视节目袁存储空间将超过 20GB遥 一张
单层蓝光光盘能够存储 25GB 的文件袁
足够刻录一部 2 小时以 H.264 编码的
2k 分辨率高清晰度电影袁双层蓝光光盘
可以达到 50GB 的容量, 允许光盘存储
3D 立体的影片或更多语种的无损压缩
的环绕立体声音轨和电影花絮遥 在视频
编码格式不变的情况下袁4K 超高清分辨
率渊3840伊2160 分辨率)视频将是 2K 高
清晰度渊1920伊1080 分辨率冤视频的编码
率的 4 倍遥 以目前蓝光 DVD 碟片常用
的视频编码格式 H.264 为例袁 一部 4K
电影容量可轻松超过 100G袁加上多语种
无损压缩的 渊杜比 trueHD袁dts hdma) 环
绕立体声音轨袁 文件达到 150G 甚至
200G 也没什么困难遥 目前主流的蓝光
光盘容量是 25G 或 50G袁 那么一部 4K
电影将用一堆蓝光碟片才装得下遥 看一
部电影要换多次碟片袁很麻烦遥 所以袁为
了能用较少的蓝光碟片承载一部 4K 电
影袁需要用到 3 种办法遥 一是用更先进
的视频压缩格式袁 让压缩后的 4K 超高
清视频文件更小遥 二是用更优化的音频
编码方式袁使得多语种环绕立体声音频
文件更小遥 三是用更大容量的一张光盘
或少量光盘袁达到存储目的遥

一、用更先进的视频压缩格式
1. HEVC渊高效视频编码冤即 H.265

视频编码格式袁是继 H.264 后的新一代
视频编码国际标准遥 和现在蓝光 DVD
常用的 H.264 相比袁H.265 使用了大小
浮动的编码单位以及更先进的帧内预
测模式袁相近画质和相同分辨率的情况
下袁使用 H.265 压缩的视频可以做到使
用 H.264 压缩的文件一半体积遥 如此一
来袁4K 电影若使用 H.265 编码袁一部 4K
电影可以压缩到大约 80~90GB袁两到三
张 50G 规格的蓝光光盘足够存储一部
4K 电影视频文件遥人们无需抛弃现有的
成熟的蓝光载体袁也足以容纳 4K 视频遥

2. 我国自主研发的视频编解码技
术要要要融创天下公司的 TIVC7 是视频
高压缩比技术袁数据表明袁与 H.264 相
比袁TIVC7 最多可提升 60%以上; 与 H.
265 相比袁TIVC7 的提升也可达 35%遥 目
前 TIVC7 已经实现通过 450kbps 码率
播放 720P (1280 伊720) 准高清视频 袁
900kbps 码率播放 1080P 渊1920伊1080冤
高清视频袁5-6Mbps 码率播放 4K伊2K 的
超高清视频遥 TIVC-7 在低码率尧移动信
道条件下袁不论是算法原理还是实际表
现袁 都表现出独到的优势与用户体验遥
该技术除了可以运用在移动通讯袁略作
改变袁 同样也可以运用在蓝光 4k 编解
码领域遥

H.265 硬件解码芯片袁博通 broadcom
公司以及台湾的联发科 MTK 公司等多
家企业都已经有相关产品供应遥 国内企
业已经有开发 2K 蓝光整机的经验袁开
发 4K 蓝光整机难度不大遥 但是 H.265
技术的使用要缴纳专利使用费袁每生产
一台 4K 蓝光机都要缴纳价格不低的许
可费遥 目前还没有看到我国融创天下公
司的 TIVC7 硬件解码芯片的报道袁相信
在国内芯片厂商的通力合作下袁能够尽
快开发出 TIVC7 硬件解码芯片遥 与 H.
265 相比 袁TIVC7 的压缩比提升可达
35%遥 这个技术指标尚未得到第三方机
构的验证遥 若技术指标高的话袁谁说没
有希望成为国际标准呢钥 但是袁即使压
缩比和 H.265 相比差不多袁只要尽早有
TIVC7 硬件解码芯片可以供应整机厂
商袁TIVC7 专利许可费比 H.265 优惠的
话袁还是能够得到 4k 蓝光碟片供应商 袁
4K 蓝光机生产商的欢迎的遥所以建议芯
片厂商可以开发 H.265 和 TIVC7 双解
码的芯片袁 使得 4k 蓝光机能够同时解
码 H.265 和 TIVC7 编码的 4K 碟片袁使
4K 蓝光机适应面更广遥

二、用更优化的音频编码方式
即使用了 H.265 或 TIVC7 高效视

频编码格式袁 由于 4K 视频的编码率很
高袁另外蓝光碟为了更佳的音质袁记录
的是无损压缩的 渊杜比 trueHD袁dts hd鄄
ma) 环绕立体声音轨袁 这些都会使存储
数据量大增而占用较大的存储空间袁故
在蓝光碟上以目前编码方式来记录较
多种语种的 7.1 声道环绕立体声信号也

存在一定难度遥 于是笔者构思了一种多
语种环绕立体声的低码率编解码方法遥

全新的编码尧解码方法袁暂名甜音
渊sweetone冤袁 可以降低存储或传送多语
种的 7.1 声道环绕立体声信号的数据量
渊码率冤遥

Sweetone 方案原理很简单袁 就是换
个思路院将目前采集尧编码多语种渊多
路冤 的 7.1 声道环绕立体声信号的方式
渊先后顺序冤院在前端袁多语种的人声对
白先和背景音响混音袁再编码传送的方
式改变为 sweetone 的方式渊先后顺序冤院
在前端袁多语种的人声对白和背景音响
不混音袁多语种的人声对白语音和背景
音响单独编码传输袁在终端渊客户端冤再
将人声对白和背景音响混音遥 详细的表
述即院由先将采集的每种语种的人声对
白和背景音响混音袁再将混合好的每种
语种的 7.1 声道环绕立体声信号压缩袁
然后将多种语种渊多路冤的 7.1 声道环绕
立体声压缩数据包打包复用后传送或
储存的方式改为院每种语种的人声对白
和背景音响不预先混音袁将各自独立的
多种语种的人声对白信号及单独一路
的 7.1 声道背景音响信号各自分别压
缩袁然后将多种语种渊多路冤的人声对白
信号压缩数据包及单独一路的 7.1 声道
背景音响信号压缩数据包打包复用后
传送或储存遥 在解码回放时袁再将经解
压缩的各自独立的人声对白信号渊选择
出多种语种中的一种冤与背景音响信号
重组混音袁 还原出任意一种语种的 7.1
声道环绕立体声信号遥 本发明详细原理
的说明书和附图可以在国家知识产权
局 网 站 检 索 到 袁 渊 专 利 申 请 号
200610137032.1冤遥欢迎有实力的厂商合
作将本编码方法的信号格式标准化遥 开
发袁申请相关专利遥

三尧用更大容量的一张光盘或少量
光盘

蓝光光盘已经衍生出了增强版本
BDXL袁可以制作三层的 100GB RE/R 光
盘尧四层的 128GB R 光盘遥 但是 BDXL
蓝光碟片价格昂贵袁要上百元遥 现有的
蓝光影碟机基本都不兼容 BDXL袁 因为
它使用的是 33+GB 光盘层袁并且整合了
三层或者四层遥 而 50G 的 BD-R 光盘只
有 10 元不到的价格遥 4K 蓝光碟片的视

频若使用 H.265/HEVC (High Efficiency
Video Coding)编码袁容量可能有 50GB尧
66GB尧100GB 三 种 袁 对 应 4K 视 频
渊3840*2160冤 的码率分别为 82Mbps尧
108Mbps尧128Mbps袁最高 60fps遥 所以一
部 4k 电影用 128Mbps 的码率来刻录的
话袁再加上无损压缩的渊杜比 trueHD袁dts
hdma) 多语种环绕立体声伴音袁 用 2~3
张 50G 的 BD-R 光盘就可以了遥 用户自
己刻录碟片花费二十几元就够了遥

在 VCD 时代袁国内碟机厂家已经有
开发 3 碟机机芯的经验袁三碟自动换碟
机构用在 4K 蓝光碟机也应该是驾轻就
熟的遥 所以袁可以开发播放 4K 蓝光碟片
的 3 碟机袁 用于播放整部 4K 电影遥 但
是袁换碟的时候需要数十秒时间袁图像
就会有停顿遥 笔者有个想法可以解决院
机器读碟的时候袁先将未解压数据暂存
在内存里袁存放数据的时间应该大于机
芯换碟所需的时间遥 暂存数据的内存满
了后袁 机器便将数据读出并解码输出遥
当暂存数据的内存所存数据的时间小
于于机芯换碟所需的时间时袁机芯又将
碟片上的数据读取到内存里遥 如此循
环袁 暂存数据的内存一直保持所存数
据的时间大于机芯换碟所需的时间遥
当一张碟片的数据读完后袁 由于内存
存放了大于机芯换碟所需的时间的数
据袁 所以在换碟的时候袁 机器还能输
出暂存在内存的暂存数据遥 直至换好
碟袁 又有新的数据存入内存袁 机器一
直保持图像声音连续不停顿遥 原理其
实和电子防震差不多遥 现在的大容量内
存价格已经很低了袁 建议 4k 蓝光 3 碟
机应用这个方法遥

4K 蓝光用 50G 的 BD-R 光盘 2~3
张可以了遥 但是未来 8K 蓝光 渊7680伊
4320 分辨率冤袁需要更大容量的光盘遥 先
锋新型光盘介质 256GB尧512GB 和 1TB
光盘容量袁 不仅可以满足 4K 蓝光的需
求袁同时在新 H.265渊HEVC冤视频编码格
式的协助下袁 满足未来 8K 蓝光需求也
不在话下遥 国内大容量蓝光光盘的研发
企业要加油啊袁能读取大容量蓝光光盘
的新型激光头也应加紧研发遥 以免又受
制于国外企业遥

殷浙江 方位

关于 4K 超高清蓝光 DVD 开发的三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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